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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教育视点 

【教育部党组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

分子工作重要讲话精神】3 月 10 日，教育部党组召开座谈会，

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分子工作重要讲话精神，研究部

署贯彻落实工作。教育部党组书记、部长陈宝生主持会议并讲话。

他强调，要更加深刻认识教育系统肩负的历史使命，下大力气创

新知识分子工作体制机制，切实加强和改进教育系统知识分子工

作。 

陈宝生指出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政协联组会议上发表的关于知

识分子工作的重要讲话，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，对知

识分子在我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事业中的地位作用进行高度概括，

对广大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服务社会报效人民提出殷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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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望，对扎实做好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提出明确要求，充分体现

了党中央对广大知识分子的重视、关心和厚爱。教育系统要全面

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，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加强

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各个方面、各个环节。 

陈宝生强调，要从四个方面准确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

要义。一是从知识分子在我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事业中的特殊地

位和作用上来把握。教育战线就是知识分子战线，要吸引知识分

子、用好知识分子，把广大学生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

设者和可靠接班人。二是从知识分子的特点来把握。把知识分子

浓厚的家国情怀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、重道义的价值特征和勇担

当的历史使命等特点，作为推进知识分子工作的认识基础。三是

从总书记对广大知识分子提出的“一个模范”“两个坚持”“三个

至上”“四个不断”的希望和要求来把握，引导广大知识分子胸

怀理想锤炼品格，服务社会报效人民。四是从做好知识分子工作

的总体要求和科学方法上来把握。充分尊重、体谅包容，加强引

导、启发自觉，热情帮助、真诚服务，巩固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奋

斗的共同思想基础，激励他们自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

聪明才智。 

陈宝生对做好新时期知识分子工作提出八方面要求。一是深

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。围绕总书记关于知识分子工作

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系统学，联系实际学，结合工作学。二是强

化理论武装。引导知识分子坚定理想信念，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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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主义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、制度自信、文化自信，与党始终保

持在思想上同心同德、目标上同心同向、行动上同心同行。三是

创新工作方式方法，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和知识分子工作规律，

努力探索顺应时代、符合潮流、契合心声的工作方式和方法，突

出工作实效。四是注重政治吸纳。高度重视将优秀知识分子培养

发展成党员，提高党员发展质量，为党的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五是畅通报国渠道。鼓励和支持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知识分子围

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、难点、热点问题，进行深入研究，

积极建言献策。六是密切感情联系。要同学术造诣高、社会影响

大的知识分子建立良好沟通关系，与他们交朋友，增强引导力和

引领力。七是提供条件保障，帮助知识分子解决实际困难，提供

人才发展条件保障，同时防范单纯以物质激励为导向的人才发展

倾向。八是树立典型标杆。发挥先进典型引领示范作用，用身边

人、身边事感染人、凝聚人。（教育部网） 

【陈宝生：争取上半年公布第一批“双一流”建设名单】教

育部部长陈宝生就“教育改革发展”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

提问。在回答有关“双一流建设”的问题时，陈宝生表示，我们

最近正在组建专家委员会，在专家委员会基础上，确定标准进行

遴选，争取上半年完成这个程序，公布第一批建设学校和学科的

名单。到此为止，“双一流”建设顶层设计、配套制度、工作方

案、遴选标准、遴选机构、工作程序都具备了。 

陈宝生表示，“双一流”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、一流学科，



 

 4 

定性为八个字：“中国特色、世界一流”，标准是中国特色和世界

一流的有机融合。针对有人担心“双一流”建设会成为“211”

和“985”工程建设的一个翻版问题，陈宝生表示，它是一个全

新的计划，在“985”、“211”基础上，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事

业在新历史潮流下推向前进。一是明确“双一流”的遴选范围，

部属高校和地方高校是平等的。二是公平竞争，总结起来叫做竞

争优选、专家评选、政府比选、动态筛选。所谓竞争优选，就是

无论是一流学校，还是一流学科，是竞争出来的。专家评选，就

是组建专家委员会，这项工作正在做，最近几天做完，专家委员

会主要由一些战略专家组成，由他们根据标准进行评选。政府比

选，就是专家评选之后拿出一流学科建设、一流大学建设的初步

名单，由政府根据服务于国家战略来比选确定。动态筛选，是有

周期的，不是终身制、固化的，一个周期完结的时候，如果不行，

请让位。（人民网） 

二、战线联播 

【2017年 3月 ESI学科进展报告】3 月 9 日，基本科学指标

数据库（ESI）公布了新一轮排名数据，统计周期为 2006 年 1 月

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11 年数据。数据显示，我校农业科学、

植物学与动物学、工程学、环境科学与生态学、化学、生物学与

生物化学 6个学科进入ESI前 1%，其中农业科学进入ESI前 1‰，

各学科排名位次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： 

我校农业科学总发文 2104 篇，总引用数 15497 次，篇均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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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7.37 次。按被引次数排名位居全球 71 位，较今年 1 月数据前

进了 1 位，较去年同期前进 30 位，较 2010 年首次进入前进了

315 位； 

植物学与动物学总发文 2594 篇，总引用数 15478 次，篇均

被引 5.97 次。按被引次数排名位居全球 251 位，较今年 1 月数

据前进了 4 位，较去年同期前进 65 位，较 2010 年首次进入前进

了 460 位； 

工程学总发文 310 篇，总引用数 2844 次，篇均被引 9.17 次。

按被引次数排名位居全球 1025 位，较今年 1 月数据前进了 4 位，

较去年同期前进 162 位，较去年 1 月首次进入前进了 185 位； 

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总发文 814 篇，总引用数 5147 次，篇均

被引 6.32 次。按被引次数排名位居全球 644 位，较今年 1 月数

据前进了 16 位，较去年 5 月首次进入前进了 72 位； 

化学总发文 1021 篇，总引用数 6947 次，篇均被引 6.8 次，

按被引次数排名位居全球 1126 位，较今年 1 月数据前进了 11 位，

较去年 11 月首次进入前进了 12 位； 

生物学与生物化学总发文 801 篇，总引用数 6105 次，篇均

被引 7.62 次，按被引次数排名位居全球 898 位，较今年 1 月数

据前进了 18 位，较去年 11 月首次进入前进了 29 位； 

所有学科总发文 10181 篇，总引用数 68546 次，篇均被引

6.73 次，按被引次数排名位居全球 1211 位，较今年 1 月数据前

进了 5 位，较去年同期前进 156 位，较 2010 年首次进入前进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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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64 位。 

兄弟农业高校也有较大进步。南京农大新增分子生物学与遗

传学，实现两连增（1 月新增了微生物学）， ESI 前 1%学科数达

到 7 个，其中农业科学为前 1‰学科；中国农大有 9 个 ESI 前 1%

学科，其中农业科学和植物学与动物学为前 1‰学科；华中农大

有 6 个 ESI 前 1%学科，无 1‰学科。（发展改革处） 

【华中农业大学一周连发 3篇 Nature子刊】近日，国际顶

级杂志《自然•遗传学》(Nature Genetics, IF=31.616)在线发表了

华中农业大学张献龙教授领导的棉花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:“棉

花驯化过程中的不对称亚基因组选择和顺式调控分歧”。Nature 

Plants 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发表了华中农业大学生科院/作物遗传

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稻团队关于水稻抗白叶枯病主效基因

Xa4 克隆和机理研究的最新进展，Nature Communications 在线发

表了这一研究成果。华中农业大学生科院沈建强博士生为论文第

一作者，熊立仲教授为通讯作者。（青塔网） 

三、校园动态 

【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扎实推进】迎接本科教学审核评估

是今年学校重点工作。自学校启动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以来，

评估办按照学校总体部署，认真开展各项工作。一是健全组织机

构。成立了校院两级领导小组和工作组，制定了工作方案，对迎

评工作进行系统安排。设立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组办公室，下

设综合组、条件保障组、咨询组、督导组 4 个工作组，负责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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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组织实施。二是开展评估培训。选聘理学院王国栋、教学

督导组刘兴华、于三科、园艺学院邹志荣、经管学院郑少锋、植

保学院花保祯、水建学院蔡焕杰、资环学院吴发启、生命学院胡

景江、园艺学院牛立新等 10 位教授为咨询组校内专家。对专家

进行了 2 次集中培训，制定了统一培训模板材料，并将专家与学

院进行了一一对接。截止目前，12 个学院邀请咨询组专家集中

开展了审核评估培训会，认真查漏补缺。三是强化学习研讨。每

周举行审核评估工作专题会议，加强交流研讨，总结和部署阶段

性工作，形成研讨工作常态机制。目前已举行专题例会 10 次。

由罗军副校长带队，组织相关人员赴华中农业大学等兄弟高校调

研，借鉴已通过审核评估的学校的工作经验，查找问题和差距。

四是营造良好氛围。先后召开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培训动员大会、

工作推进会，在校园网首页设置了本科教学评估审核专题网站，

及时发布工作信息，编辑印发《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手册》、

《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报告》等参考材料，营造全校师生积极

参与的良好氛围。（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办公室） 

【师生来信来访通报】开学至今，校长信箱共收到师生有效

信件 41 件，办理完成 35 件，办结率 85%。其余未办结的 6 封信

件中，向学校提出建议类的信件 4 封，党委校长办公室已将建议

内容告知相关部门；另有 2 封未办结信件正在督促责任部门尽快

办理。 

校长信箱上述反映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：一是反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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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堂、宿舍、校车等后勤服务类问题 11 件。二是网速慢、网络

不稳等网络类问题 8 件。三是学生选课、成绩转化、教室使用等

教学类问题 7 件。 

师生来电来访 2 人次，分别为：一是反映考研机构占用学校

教室问题。二是水建学院一名研究生反映与导师之间的有关问

题。以上问题已按程序交由责任部门负责办理。（党委校长办公

室） 


